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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人課程

在課堂上學員利用各式套件，製作多樣化的機械模型，發揮無限創意。課程中，學員將認識基礎
科學概念及簡易機械原理，學員能從操作過程中，培養探索科學的精神。

           

機械模型設計師證書課程 對象：小一至小二

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學費 材料 總額

$1,000 / $1,000

$1,000 / $1,000

LEGO WeDo 系列

    littleBits 系列 

課程主題#

Y20MD03A

Y20MD03B

星期二、四

星期二、四

 4:00 - 5:15

2:30 - 3:45

         課程內容：1.認識機械結構及齒輪組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學習模型組合及設計技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製作機械模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完成課程後可獲發證書

21/7、23/7、28/7、30/7  

4/8、6/8、11/8、13/8  

#每課程學習時數：5小時

         課程內容：1.製作各式機械人及模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學習編寫程式及控制機械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機械人挑戰任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完成課程後可獲發證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 學員可於9月升讀機械人工程師證書課程 （常規課程）

機械人學堂 對象：小三至小六

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學費 材料 總額

$1,000

$1,000

$1,000

$1,000

$1,000

/

/

$1,000

機械人學堂（Micro:bit) 
 
機械人學堂（EV3) 
 
機械人學堂（littleBits) 

課程主題#

Y20MD02B

Y20MD02E

Y20MD02C

Y20MD02F

Y20MD02D

Y20MD02G

21/7、23/7、28/7、30/7  

18/7、25/7  

4/8、6/8、11/8、13/8  

1/8、8/8  

22/7、29/7、5/8、12/8  

15/8、22/8    

星期二、四

星期六

星期二、四

星期六

星期三

星期六

  2:30 - 3:45

  9:45 - 11:45

  4:00 - 5:15

  9:45 - 11:45

  1:00 - 2:15

  9:45 - 11:45

本課程適合初學者參加，課堂上分別採用LEGO® EV3機械人、英國Micro:bit、美國littleBits套件，
讓學員學習不同模型組裝的方式，除了動手製作外，同時學習基本編程，體驗搭建機械人的樂趣。
           

/

#每課程學習時數：5小時



了解更多課程資訊：www.rihkcps.org

 劍橋國際小學ICT資訊科技課程

對象：小三至小六

資訊科技每個學生都學會一點點，如果有系統地學習，再加上國際
學府頒發的證書，令學生獲益更多！劍橋國際小學ICT資訊科技課
程 (Cambridge ICT Starters) 讓學生學習不同的電腦知識和
ICT科技應用，並讓他們了解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。學生將在一
系列學習中發展關鍵的ICT技能，包括電腦編程、文字處理、試算
表應用、數據庫、電子郵件、演示軟件、互聯網和網頁製作。

本資訊科技課程涵蓋三個範疇：文字檔案處理、試算表及圖表處理，讓學生提昇運
用電腦程式能力，以及全面掌握「劍橋 ICT Starters 評核試」初階第一級的考試
要求。

ICT資訊科技(初階第一級)

對象：已掌握初階第一級課程內容之同學
已完成資訊科技初階第一級課程之學員，可續報本課程。內容包括：基本編程、
搜尋功能及電郵運用。完成課程後，學員均可全面掌握「劍橋 ICT Starters 評
核試」初階第二級的考試要求。

ICT資訊科技(初階第二級)

證書由㴨䱋य़䋊㾴ꘉᘍ戺蟂毈發  證書由㴨䱋य़䋊㾴ꘉᘍ戺蟂毈發

採用劍橋大學出版社課本作為教材

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學費 材料/考試費 總額

$1,600

$1,600

-
-

$180*
-

$1,200

$1,200

$1,780

$1,600

$1,200

$1,200

ICT資訊科技(初階第一級)課程

ICT資訊科技(初階第二級)課程

ICT資訊科技(初階第一級)考試
ICT資訊科技(初階第二級)考試

課程主題#

Y20ICTL01A

Y20ICTL02A

Y20ICTE01

Y20ICTE02

星期三

星期三

星期五

星期五

3：00 - 5：00

3：00 - 5：00

3：00 - 5：30

3：00 - 5：30

24/6、8/7、15/7、22/7  

29/7、5/8、12/8、19/8

24/7

21/8

   *Cambridge ICT Starters Initial Steps

劍橋國際小學課程

#每課程學習時數：8小時 / #每考試時數：2.5小時

採用劍橋大學出版社課本作為教材

 劍橋國際小學數學課程
對象：升讀小一學生

劍橋幼兒升小數學預備課程主要針對5歲至6歲小朋友而設計。這個課程是幼童
家長的理想選擇，可確保小朋友具備基礎數學能力，為升讀小學作好準備。本課
程的教材除簡單易明外，同時亦鼓勵遊戲中學習，讓小朋友更投入在課堂裡。

劍橋幼兒升小數學預備課程

對象： 小三至小六
數學課程框架涵蓋五個內容領域：算術、幾何、測量、數據處理和解決問題，
讓學生能將掌握的數學知識學以致用，並培養對學科的全面理解力。課程著重
於學生能將掌握到的數學知識並學以致用，培養對學科的全面理解力。

劍橋國際小學數學課程 

適用於小三至小六
學員完成課程後可報考劍橋國際小學課程進度考試，完成評估後可獲發
個人分析報告，以便家長全面了解學員的能力水平。
   備註：1.評估內容由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（CIE）擬定
              2.考試由RIHK考官評分
              3.評估報告由RIHK編寫，當中包括與劍橋世界成績作比對

劍橋國際小學數學課程評估報告 

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學費 材料 總額

$3,000

$3,000

$1,600

$1,600

$1,600

$1,600

－

$200*

$200*

$200*

$200*

$220*

$220*

－

$3,200

$3,200

$1,800

$1,800

$1,820

$1,820

$580

幼兒升小數學預備課程
( 升小一學生）

數學課程（P3）

數學課程（P4）

數學課程（P5）

數學課程（P6）

評估報告

課程主題#

Y20MATHSP1A

Y20MATHSP1B

Y20MATHSP3

Y20MATHSP4

Y20MATHSP5

Y20MATHSP6

Y20MATHSE01

星期二、四

星期二、四

星期二

星期四

星期三

星期三

星期五

9:30 - 10:30

2:30 - 3:30

3:45 - 4:45

3:45 - 4:45

3:45 - 4:45

2:30 - 3:30

2:00 - 3:00

30/6、2/7、7/7、9/7、14/7、

16/7、21/7、23/7、28/7、

30/7、4/8、6/8、11/8、13/8、

18/8、20/8（共16節）

30/6、7/7、14/7、21/7、28/7、

4/8、11/8、18/8（共8節）  

2/7、9/7、16/7、23/7、30/7、

6/8、13/8、20/8（共8節）  

24/6、8/7、15/7、22/7、29/7、

5/8、12/8、19/8（共8節）  

24/6、8/7、15/7、22/7、29/7、

5/8、12/8、19/8（共8節）

21/8  

   

評估報告與劍橋世界成績作比對

* Cambridge Primary Mathematics Skills Builders 及 
   Cambridge Primary Mathematics Challenge

幼兒升小數學預備課程學習時數：16小時 /
 P3-P6數學課程每級學習時數：8小時



 機械人全接觸體驗課程  短期工作坊
對象：適合升讀小三至小六同學

現場展示專門給初學者採用的學
習套件，介紹多種包括LEGO® 
EV3、 Micro:bit及雷射切割機
等，讓小朋友親身體驗不同國家
出產機械學習套件的操作方法。

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學費 材料 總額

$200 $200*機械人全接觸
體驗課程
 (P3-P6) 

課程主題

Y20LD01A

Y20LD01B

Y20LD01C

Y20LD01D

Y20LD01E

Y20LD01F

Y20LD01G

Y20DT02B

Y20DT02C

Y20DT02D

Y20DT01B

Y20DT01C

Y20DT01D

星期二

星期二

星期五

星期五

星期五

星期四

星期四

星期五

星期五

星期五

星期五

星期五

星期五

10:45 - 11:45

1:15 - 2:15

1:15 - 2:15

2:30 - 3:30

3:45 - 4:45

10:45 - 11:45

1:15 - 2:15

1:15 - 2:15

2:30 - 3:30

3:45 - 4:45

1:15 - 2:15

2:30 - 3:30

3:45 - 4:45

28／7

28／7

7／8

7／8

7／8

20／8

20／8

7／8

7／8

7／8

7／8

7／8

7／8

P1-P2

EDbotic Blocks 智能裝置
製作工作坊

littleBits 星戰機械人
製作工作坊

小小發明家

工作坊

採用 EDbotic Blocks 學習套
件，完成後作品可取走。

採用 littleBits Droid Inventor 
Kit，完成後作品可取走。

從製作過程中學習STEM
知識，完成後作品可取走。

P3-P6

STEM發明家
製作工作坊

littleBits 鐵甲奇俠
製作工作坊

3D 打印
設計工作坊

學習簡單機械知識和物理

原理，完成後作品可取走。

採用 Avengers Hero Inventor 
Kit 作為教材，完成後作品可

取走。

完成課程後，學員可取走兩件
自行設計的 3D 作品。

littleBits 星戰機械人

製作工作坊 (P1-P2)  

小小發明家工作坊 (P1-P2)   

EDbotic Blocks 智能

裝置製作工作坊 (P1-P2) 

STEM發明家工作坊 (P3-P6)   

littleBits 鐵甲奇俠

製作工作坊 (P3-P6)   

3D 打印設計工作坊 (P3-P6)   

$250

$250

$250

$250

$250

$250

$1,250**

$470**
$550**

$470**
$1,600**

$250**

littleBits Droid Inventor Kit $1,000

 

LEGO Gadgets $220 

EDbotic Blocks $ 300

  

LEGO Crazy Action Contraptions $220 

Avengers Hero Inventor Kit$1,350 

* 完成工作坊後可獲贈《機械人家族》科普及科技漫畫一套（價值$210)或T 恤一件（價值$180) 
** 完成工作坊後可把教材取走

工作坊

香港機械人學院所提供的暑期課程及工作坊均可以自選形式進行，上課日期及時段可自由
選擇及組合。

報名三步曲

1.選定合適課程           2.選定日期及時間          3.自定人數（6人以上）

自選課程(包堂）

如有興趣參加自選課程計劃，請參考本中心時間表，選定合適課程、日期及時間，填寫自選課程表格，
本學院職員將與家長聯絡以確認報名。
自選課程優惠：每名學員學費可獲8折優惠；折扣優惠不適用於材料費、活動報名費或評核試費用。

每個工作坊學習時數：1小時


